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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 2021 年工作报告
今年以来， 教科卫体委员会在省政协党组

和主席会议、常委会议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把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作为贯穿全
年的重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和省
政协中心工作， 围绕我省教科卫体领域的重大
问题双向发力、 履职尽责， 积极为现代化美好
安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主要工作如下。

一、加强理论武装，提高政治能力

分党组带头推进理论学习常态化制度化，
全年按计划 、分专题开展 6 次学习研讨 ，深入
学习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和考察安
徽等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 ”、做到 “两个维护 ”，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 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同学习中共党史和统一战线历史 、人民政
协历史结合起来 ，同发挥调研考察 、协商议政
等活动的思想政治引领作用结合起来，分党组
专门召开 2 次会议研究委员会承办的重点协
商课题。 在“皖美政协”APP 平台上，突出主任
会议成员和党员委员带动作用，承办的第九期
委员网上读书活动中，教科卫体委员会 9 位副
主任和 16 位委员先后领读， 带动省政协委员
640 多人参与，发言 1.2 万条。 在全国政协“打
造安徽科技创新新优势”读书交流群和安徽政
协书院的读书活动中，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参
与率均达 100%，累计发言近万条。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重点工作
执行力

坚持 “四个面向”， 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科教兴皖战略、人才强省战略，连续 4 年以
科技创新为主题承办省委书记 、 省政协主席
领衔的重大协商议题。 今年以“加快科技创新
攻坚力量体系建设 ，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策源地 ”为主题 ，高质量承办省政协
资政会 ， 省委书记亲自到会听取委员意见建

议并作重要讲话。 筹备工作中，2 位省政协副
主席亲自组织实施 ，举办情况通报会 1 场 、专
题座谈会 12 场 ，赴芜湖 、马鞍山 、宣城开展调
研 ，赴江苏 、四川学习考察 ，直接参与的委员
达 260 余人次，征集大会发言 104 篇。 精心制
作资政会专题片 ， 组织专家和相关厅局进行
4 轮审阅修改 ， 在省政协常委会开幕会上播
出并产生较好效果。 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高科技企业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沟通联系 ，
为资政会汇聚更多的外脑智慧 ， 俞书宏等 3
名中科院院士及其团队在资政会上建言献
策，长鑫存储 、智飞龙科马等一批重点企业在
省政协资政会的平台上积极发言 。 通过深入
协商议政 ， 凝聚了在建设我省科技创新攻坚
力量体系中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系统观念 、坚
持重点突破、坚持开放合作等广泛共识。 委员
会起草的 《关于加快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
建设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的建议案 》 受到省委省政府和相关部门高度
重视，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批示中称赞 《建议
案》“有见地、举措实”。

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紧紧围绕中央、
省委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 组织住皖全国政协委员
和省、市 、县四级政协委员赴石台县开展专项
民主监督性调研。 调研组通过实地查看 、走访
群众 、座谈交流等形式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
提出强内功 、强规划 、强特质 、强规模 、强联
动、强智力的系统建议 ，为省委书记领衔督办
“打造乡村全面振兴安徽样板” 重点提案提供
参考。

三、增进民生福祉，彰显界别影响力

深入开展界别活动。 组织科技界委员围绕
“加快科技攻坚力量体系建设”在合肥调研，为
资政会提交 8 篇发言，其中 4 篇被选为口头发
言；组织科协界委员赴安庆市开展 “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专题调研，形成的“发挥科技社团独
特优势， 助力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建设”材
料在资政会上作发言交流；组织体育界委员围
绕“加快推进体教融合发展”、教育界委员围绕

“推进教育评价改革，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医
卫界委员围绕 “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分别开展专题调研。 一年来，提交政协大会发
言 3 份，提案 4 份，社情民意 2 条，多渠道向省
委省政府资政建言。 聚焦“加强执业（助理）医
师队伍建设 ”开展重点提案督办 ，推动提案办
理落地见效。组织委员专家赴舒城县开展第 29
次“健康基层行”活动，通过坐诊、查房教学、手
术指导 、专题讲座等方式 ，把健康医疗服务送
到百姓家门口。 群众对省政协组织大专家走基
层惠民生称赞不已，基层医务工作者对专家们
带来的最新诊疗思路、理念、规范，以及由此建
立的帮扶合作长效机制感到十分受益。 活动还
专门向省政协办公厅帮扶点所在舒城县柏林
乡、千人桥镇资助款物十余万元 ，安徽光太集
团与韩桥村达成长期采购虾稻米的协议。 “健
康基层行”在助力提高基层健康服务水平的同
时，建立了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 “为群众办实
事”的有效渠道 ，不仅凸显了教科委的特色品
牌优势， 也让人民群众感到政协离他们很近、
委员与他们很亲。

四、加强交流联动，汇聚工作合力

进一步加强与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
联系，提升上下联动质量。 积极争取全国政协
委员 “送科技下基层惠民生 ”活动来皖 ，为岳
西、霍山革命老区带来 120 万元的科普设备和
书籍捐赠。 加强与兄弟省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
会的交流协作，先后接待重庆 、湖北 、河南 、四
川、山西及大连等省市政协来皖考察，为海南、
湖南、浙江等省和上海市政协网络调研提供材
料。 深化与市县政协的协作，召开全省政协教
科卫体委员会主任座谈会，形成年初工作同步
策划、重大议题联动开展的深度合作。 加强与
民主党派和对口厅局走访交流，通报协商计划
和工作安排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共同协商推
进议政课题。 积极宣传履职成果，协同政协宣
传部门组织开展 “政协论坛”“政协江淮行”活
动 ， 在省级以上媒体报道委员会活动 28 条 ，
《人民政协报》 头版头条深度追踪委员会承办
的资政建言活动。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 我们深刻地体会到：
坚持党的领导，提高政治站位 ，以 “一入四建 ”
为抓手，提升了委员会组织力和凝聚力 ，实现
了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的有机融合。 坚持省政
协党组确定的“三心两进一流”工作思路，把握
全力攻坚资政会和广泛联系界别两个着力点，
保证了委员会工作有力有效推进。 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思想，在密切联系群众中搭建委员履职
平台，在反映民意、汇集民智 、维护民利 、凝聚
民心中实现双向发力，践行了初心使命。 坚持
推进自身建设， 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
加强委员的学习 、服务与管理 ，打牢了委员会
工作全面提质增效的基础。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
足。 如深入解放思想不够，推进工作有时束手
束脚；“一入四建”有待进一步推深做实 ，特别
是合肥以外委员参加委员小组、党小组活动的
方式方法需要研究完善；调研考察需要进一步
求真务实 ，更加深入地接近基层和群众 ，避免
“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委员会自身建设还需
要进一步增强，切实提升履职质量，等等。 我们
将坚持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 ，以有力举措认真
加以解决。

2022 年，教科卫体委员会将按照省政协党
组、主席会议和常委会议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指示精神，忠诚
拥护“两个确立”，坚定践行“两个维护”。 按照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部署和省政协“三心两进
一流”工作思路，进一步畅通联系委员渠道，突
出委员会“专”的特色，在“专”出质量、“专 ”出
水平有新的作为。 通过压紧压实责任、抓牢抓
细工作、创新创优品牌，为加快建设经济强、格
局新、生态美、活力足、百姓富的现代化美好安
徽集聚众智 、汇聚众力 ，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
绩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此，对全年工
作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安排。

一、强化党的建设，坚持政治引领

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及时

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准
确领会中央及省委在教科卫体领域的新部署
新要求，加强党建引领，深化“一入四建”。 分党
组进一步强化理论学习 ，坚持先学深学 ，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当好示范。 在委员小组、委员党
小组中定期安排学习内容， 组织学习研讨，承
办并积极动员委员参加政协书院的读书活动。

二、突出协商重点，体现精准履职

坚持“党委有声音、政协有响应，党委有部
署、政协有跟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
挥委员会委员专业优势，充分调动相关界别委
员专家的参政议政热情，建真言、谋良策、出实
招。 建议围绕“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体
系建设 ”承办省政协年度重点协商议题 ，拟以
“助力基础教育双减政策落地见效”为主题，组
织委员会对口协商活动。

三、丰富协商形式，广泛凝聚共识

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助推
发展、惠及民生、促进和谐，把政协制度优势转
化为参与基层治理的效能 。 在教育 、科技 、卫
生 、 体育等领域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密切关注
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 ，拟聚焦 “提升人才政策
的竞争优势 ”“加快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推动
全民健身 ，提升全民体质 ”等议题开展界别活
动。

四、提高协商能力，强化自身建设

强化委员责任担当 ，多渠道 、多形式组织
委员会委员学习培训，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
委员会工作的全过程。 完善工作制度，积极探
索新形势下委员会工作特点和规律，持续推进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提升服务委员水
平，积极搭建“学习宣传、议政建言、履职服务”
的平台，激发委员参政议政、协商建言、民主监
督的热情，切实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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